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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 new round of M & a 
trend has emerg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same way, M & A in mainland China is also booming. 
This paper will start with geeya Technology Co., Ltd.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financial risks in M & A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literature reference induction and experience 
summary in the two M & A cases of geeya Technology Co., Lt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f the enterprise can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advance, and choose a reasonable multi-channel financing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arrange a 
thorough financial review. The financial risks in M & A can be greatly offset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M & A and the operation 
of new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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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中的財務風險及其控制研究——以金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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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摘要：自從二十世紀以來，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歐美發達國家興起新一輪並購潮流。同樣的，我國內地企

業並購也隨迸發出活力。本文將以金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手，一探企業間並購中的財務風險的起因以及提出相關對

策。通過比較研究法、採用文獻資料引用歸納法和經驗總結法在金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兩起並購案中的做法可以得出，

企業如果能重視事先的資訊搜集工作，並合理選擇多管道的融資方式最後還要安排周密的財務審查。並購中的財務風

險就可以被大大抵消，最大程度保障並購的成功與新公司運營。 

關鍵字：並購,風險,對策 

 
 

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 研究背景 

並購是經濟活動廣袤天空中一顆明亮的星，隨著並

購的興起，為國內各類企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比如國

內大型企業的重組和加速改革，對上汽公司、上海通用

等一類老品牌企業大有好處；在國家大力宣導“一帶一

路”背景下，國際並購迅速發展，像美的、海爾等海外

業務規模龐大的企業收穫頗豐。如今，在並購的熱潮能

否會一直保持問題上，有的專家認為企業並購會加速進

行。國企的改革或者民企海外購資，都是並購熱點領域。 

自2013年以來，一些公司已經到先前並購“賭期”

的末尾，由於業績沒有增長的公司商譽將存在資產減值

的可能，這都是先前不合理的並購帶來的風險。這些風

險是企業在並購前對雙方財務和公司狀況資訊收集不完

善造成的；也有在並購過程中由於融資的困難與沒有選

擇好支付方式負擔造成企業面臨資金壓力過大產生運營

危機；同時在後期的財務整合階段，先前的風險累積最

後形成債償風險、流動性風險與更惡劣的運營危機。最

終造成企業的經營不善甚至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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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研究意義 

要想進行一次成功的並購活動，並真正能從並購活

動中使企業得到增強，就離不開一套專業、科學的風險

認識理論與科學防範對策。金亞科技有限公司分別在

2016、17年進行兩次並購行動，並購物件是卓影科技有

限公司和炫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在收購炫勝電子時，金亞科技的高層事先沒有具體瞭解

雙方財務狀況，執意並購進行，最終因金亞科技不斷縮

水的業務能力使公司資金短缺而放棄。而在收購炫勝電

子時，則是因為發生融資風險使金亞背上沉重債務而不

了了之。 

從現實角度來說，研究並購風險的種類可以完善企

業對於風險的認知。也可以有利於防止並購風險發生，

使得企業規避風險能力提高，減小損失。因此，全面、

深入分析並購風險，提出合理有效的防範措施，不僅可

以預測風險，還可以把風險降到最小。所以，如何強化

風險認知，使得並購雙方都可以規避風險，是擺在企業

決策者桌上的難題。 

其次並購可以讓企業擁有市場權利效應。企業想要

擴大在其所擅長領域的優勢，就可以通過縱向並購，來

控制大部分的材料源和銷售通道；當然，如果想要進一

步提升本企業產品或服務的市場份額，這時候便橫向並

購可以有效減少競爭對手 

最後並購能讓企業節省業務用度。通過並購，企業

可以節省支付成本同時並購開始後，形成的新企業得以

繼續使用原有的知識，以此實現了節省業務用度的目

的。 

1.2． 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方法 

1.2.1． 研究內容 

企業進行並購中有效採取風險控制及規避辦法對優

化企業結構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將針企業自身、認知

風險以及如何管控機制三方面探討目前企業並購中存在

的問題，並針對問題從識別、管控和防範方面，提出解

決建議。 

1.2.2． 研究方法 

①採用比較研究法，比較研究成功的並購案例與失

敗案例，從中總結原因。 

②採用文獻資料引用歸納法，廣泛閱讀相關論文和

書籍，研究企業並購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③採用經驗總結法。結合金亞公司實例，提出解決

方法。 

1.3． 文獻綜述 

斯蒂格勒（2013）在《通向壟斷和寡占之路——兼

併》中說沒有一家美國大公司不是通過某種程度、某種

方式的兼併成長起來的，公司的成長離不開並購。

道格拉斯 R.愛默瑞、約翰 D.芬尼特（2013）在《公

司財務管理》提到風險一般是指一行動的結果具有變動

性，從財務管理角度講，風險是企業在各項財務活動過

程中，由於各種難以預料或難以控制的因素作用，使企

業的實際收益與預計收益發生背離，從而蒙受經濟損失

的一種可能性。 

傑佛瑞.C.胡克（2013）在《兼併與實用指南》中認

為財務風險是借債產生的收購融資制約了經營融資和償

債能力而引起的。 

屠巧平（2014）在《杠杆收購財務風險的分析與控

制》中認為財務風險是由於公司採取舉債的方式籌集資

本並可能喪失償債能力的風險和股東收益的可變性。 

杜攀（2016）在《企業並購風險的研究》中認為企

業並購的財務風險主要指並購對資金的需求而造成的籌

資和資本結構風險。 

趙憲武（2014）在《企業並購財務風險及其控制》

中談到，企業並購財務風險是指並購融資以及資本結構

改變所引起的財務危機，甚至導致破產的可能性；同時，

並購導致股東權益的波動性增大也是財務風險的一種表

現形式。 

宋獻中（2017）在《財務理論與機制》中談到企業

並購是兼併與收購的總稱，是在市場機制下，企業為獲

得其他企業控制權而進行的企業產權交易和資本運營行

為。 

張發洪（2017）在《企業並購中的財務風險及其控

制》表明財務整合是並購後續業務的核心內容，所以需

要一個有效的規章制度。明確每個財務人員的崗位職責，

是做好財務工作的基礎性工作。要充分考慮目標企業原

來的財務狀況，納入整體集團的財務戰略中，才能更好

地部署未來的財務戰略。 

惠金禮（2017）在《並購中財務整合的內容及風險

分析》說明股改前企業並購只是追逐短期的效益。而股

改後，企業並購將更注重長期的戰略發展效益，運營整

合風險的防範也是並購成功與否的關鍵。運營整合風險

來源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前期財務問題所引起的風險，

二是並購後資產重組所引起的風險。 

張應傑（2015）在《企業並購中的財務風險分析及

研究》提到混合並購方式是指利用多種支付工具的組合，

達到並購交易獲取被收購方控制權的支付方式。並購中

將若干支付方式組合在一起，發揮其長處，克服其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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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亮（2015）在《北方經濟》中闡述道如果並購企

業是善意的，並購雙方則能夠充分交流和溝通資訊，目

標企業會主動地向並購企業提供必要的資料。這有利於

降低並購的風險和成本，同時可避免目標企業管理層有

意抗拒而增加並構成本。如果並購企業是惡意的，並購

企業將無法從目標企業獲取其實際經營、財務狀況等主

要資料，給公司估價帶來困難。 

史佳卉（2015）在《企業並購的財務風險控制》中

講到企業並購過程中的財務風險包括定價風險、融資風

險和支付風險三種；企業並購的財務風險主要是由收購

意向不確定和資訊不對稱因素引起的。所以，控制財務

風險的途徑就必須與不對稱性和資訊不對稱性的風險控

制相結合。 

雷輝（2016）在《上市公司並購類型風險與績效的

實證研究》表明並購企業在組合支付方式時，必須滿足

以下兩個條件才能讓支付風險降到最小：一是取得控制

權，即並購方股東的股權必須大於50%；二是保證並購

後資金流動狀況良好，並購後的經營負債率小於50%。 

王巍、歐陽曉明（2016）在《並購手冊》提及外部

融資與內部融資恰恰相反，是通過外部管道籌集並購資

金。企業的外部融資具有很多種途徑，外部融資管道主

要有股票、債券、賣方融資、杠杆收購等。 

艾志群（2017）《企業並購的財務風險》說要制定

正確的融資決策，必須考慮到企業現有的資本結構和融

資後的資本結構的變動，一方面儘量利用債務資本的財

務杠杆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儘量避免債務資本帶來的財

務風險。 

 

22. 企業並購財務風險控制概念和理論 

2.1． 研究物件介紹 

金亞科技成立於1999年，主營業務包括數位電視系

統前後端軟體、硬體的研發、產銷。為擴大企業市場，

增強企業競爭力。金亞科技於2017、2018年兩次發起並

購，但都以失敗告終。金亞科技在並購前沒有充分搜集

雙方財務資訊以及並購意願；並購中沒有做好自身財務

報表分析，造成資金流斷裂形成了資不抵債的危局；並

購後又沒有及時採取財務審查，導致新公司的運營階段

困難重重，難以發揮並購帶來的好處。由此一系列做法

及其後果對於研究者研究並購財務風險是個鮮明的例

子。  

2.2． 企業並購的內容 

2.2.1． 企業並購的定義 

企業並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就

是公司互相兼併與收購。人們經常把兼併和收購歸為一

類，簡稱M&A，我國把它叫作並購。並購實質上是一種

企業互相收購、兼併的行為，是企業法人在平等自願的

原則下與對方商談一個合適的價格並期待獲得回報，同

時花費一些企業現金或換出資產的方式取得目標企業控

制權的行為。這是主要的企業正常運作和發展的手段。

企業並購有多種形式例如公司合併、資產收購和股權收

購。下面主要圍繞單純企業並購展開。最後，企業並購

不僅存在於市場競爭，還在企業日常運營、資本運轉中

大量發生，在當前環境下並購可以說是企業能在短期內

實現大發展的最佳選擇。 

2.2.2． 企業並購的分類 

企業並購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重點看按並購雙方

擁有的資產類別分類。分為三種：橫向並購、縱向並購

與混合並購。 

橫向並購：橫向並購是企業雙方或多個企業參與的

並購，它們往往是同一行業的。這類並購的優點是企業

或許完全消化目標企業並實現1+1>2，同時減少成本支出、

提高市場佔有率、打進新市場的一種便捷手段。企業可

以發揮經營管理上的協同作用，有利於在更大範圍內各

司其職，還能擁有技術改良，進入集約化經營並改良生

產線開始良性迴圈。 

縱向並購：縱向並購一般是兩個企業間的生產線採

用模式相同，或者是具有縱向合作關係的專業企業間的

並購。縱向並購的企業之間沒有在市場上直接較量，而

是供應方和需求方間的平衡與變化。 

混合並購：混合並購是指兩個企業有相似的生產經

營流程，並且業務往來密切，或者是進行上下合作的企

業之間的並購。縱向並購的企業之間並不互相直接競爭，

而是供應方和需求方層面的關係。 

2.2.3． 企業並購的動因 

企業並購財務的原因主要是協同和降低風險兩個部

分組成： 

協同方面：協同效應是指企業在並購後整合階段，

合併企業的總體效益大於合併前單個企業的效益，更近

一步說就是甲企業並購乙企業後，新的公司產生的經濟

收益要比原來的甲企業和乙企業單獨產生的經濟收益

大。 

降低風險方面：企業並購產生合併，有利於達到多

角化經營目的，最大限度降低企業經營風險發生率，保

障企業平穩運營。這一點在我國房地產行業體現的尤為

明顯。 

�
 

199

SSH, 202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2005_7.0026



上市並購重組中的財務風險及其控制研究——以金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例 

22.3． 企業並購重組中的財務風險 

2.3.1． 企業並購風險的定義 

這是一種財務風險，它一般在並購融資環節發生，

並讓產生資本結構變化。嚴重時企業會破產。我認為這

一財務風險的時間節點在並購發生初期,由調查、評估、

融資、支付、整合等各項決策者行為產生財務險情不能

精確反映。這種不可靠地計量會給企業帶來模糊的財務

認識，在接下來的並購行動中會讓企業實際取得的收益

與預期不符。在這一偏差較大時會企業陷入財務危機或

引發其他風險。 

2.3.2． 企業並購風險的種類 

在這裡本文重點研究資訊不對稱風險、融資還和支

付風險： 

資訊不對稱風險表現在當事企業雙方中只有一方單

位享有對此次並購有利的資訊，或者由於得到錯誤資訊

作為並購參考。總之，這兩種情況都將對不對稱一方決

策產生不利影響。 

融資風險是因為伴隨企業收購往往收購方花費大量

資金或者換出固定資產，由於企業可能在籌資中採用的

方法可能會造成自身資產結構減輕，所以在收購時由於

不能持續補充資金就會引起因資金問題導致的財務風險

和運營風險。這些風險直接發生的原因就是企業是否能

可以在有限的時間籌集到足夠資金來穩定自身運營，目

標企業並購意願是否明確與融資手段能否保證企業持續

發展。 

支付風險是指由於企業在短期流出超量的資金而可

能產生資金緊張，影響其流動性。還有股票的過多流失，

會造成股權稀釋。它們都會在融資風險與定價風險中出

現。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介紹：金亞科技並購卓影科技有限公司 

3.1.1． 並購背景 

2017年10月30日，上金亞科技在上市公司板塊發佈

公告，公告稱金亞將停止新三板企業卓影科技的收購行

動。金亞和卓影都以生產電視設備、軟體為主，如果成

功兼併那將對兩家的發展都有巨大好處。2016年12月1

日，兩家公司雙雙發佈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2017年

1月16日，金亞科技發佈重大資產收購暨關聯交易報告書，

披露擬購買卓影科技100%的股權，交易價格初步定為6

億元。此後經過調整，金亞科技擬收購卓影科技75.03%

的股權，作價4.5億元。這在業內普遍被看好的收購怎麼

突然就停了呢？金亞科技稱，雙方企業因為最終條款中

的部分內容未能達成一致，金亞認為當前繼續推進並購

的時機還不成熟。11月1日，金亞科技召開投資者說明會

時再次強調，公司已與卓影科技經過多次談判，但在一

些主要問題上依然進展緩慢比如說估值及作價方案等方

面。 

3.1.2． 並購做法 

同時金亞還有另一個收購案例：為收購勝炫電子，

金亞科技與相關自然人趙義、陶銀傑簽下並購意向協議，

同時對方也給出了16到18年業績承諾：扣除5000、6500

和8450萬元的非淨利潤；在這三年期間累計實現淨利潤

數2億元左右。勝炫電子同時承諾，若業績承諾未盡數實

現，由勝炫電子原股東及實際控制人出資按照未實現承

諾淨利潤數額的10倍對金亞科技支付補償金，這在對賭

條款中也十分少見。但最後金亞科技一紙公告讓這一併

購戛然而止。        

3.2． 案例分析：金亞科技收購炫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財務分析 

3.2.1． 並購前資訊收集階段財務風險 

一是沒有認識到財務報表的重要作用，決策前忽略

從報表上收集資訊並作分析。財務會計報表是被並購企

業資訊的核心，是評估目並購物件的一項重要參考依據，

只有認真對財務報表進行分析，才能給決策者提供有價

值的情報。因此，企業在並購前客觀全面的分雙方財務

報表是雙方收益能力的重要指標參考，是企業在並購前

資訊收集工作的第一步。反觀金亞科技並購勝炫企業並

購過程中雖進行了資產評估，但未詳細調查、瞭解自身

財務狀況。在表3.1中可以看出2017年前三季度，金亞科

技的營業收入僅為1474萬元，同比下降近90%；從表3.2

中反映其淨利潤虧損3007萬元，延續了自2016年以來的

虧損狀態。有投資者直言，金亞科技的營業收入還不如

一個鄉鎮企業的規模。 

二是對目標企業並購意向是否明確不瞭解。在金亞

科技終止收購前兩天，10月27日，上市公司嘉麟傑也宣

佈終止收購新三板公司德青源。造成這兩家公司停止收

購的原因都是新三板企業召開股東大會，本次重大資產

重組議案未獲通過。也就是說，炫勝電子不參與此次並

購。 

表3.1 金亞科技有限公司財務報表部分主要指標（摘金亞科技所有者

權益變動表）  

截止日期 每股收益

（元） 

每股收

益扣除 

營業收入 同比增長 

2017-09-30 -0.09 -- 1474.78 -89.74% 

2017-06-30 -0.07 -0.07 488.01 -94.57% 

金亞科技較同期大幅下降的營業收入反映企業收入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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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3.2 金亞科技有限公司財務報表（依據金亞科技利潤表部分資料繪

製）  

科目/年度 2017-09-30 2016-09-30 

營業利潤（萬元） -3285.78 -127.65 

投資收益（萬元） -1112.89 -1665.81 

營業外收入（萬元） 311.6 1107.95 

營業外支出（萬元） 20.56 2.8 

利潤總額（萬元） -2994.74 977.5 

所得稅（萬元） 12.32 105.32 

淨利潤（萬元） -3007.06 872.18 

17年的淨利潤虧損巨大而且繼續延續16年的虧損態勢  

3.2.2． 並購交易執行階段財務風險 

在並購過程中，有定價才有支付和融資。企業正確

選擇支付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定價和融資的風險。選擇的

支付方式對風險抵禦能力也不同，所以選擇合理支付方

式就尤為重要。 

表3.3 金亞公司2017年9月30日部分資產負債表（依據金亞科技披露

資產類資料繪製）  

科目/年度 2017-09-30 

資產總額（萬元） 46385.03 

負債總額（萬元） 14403.87 

固定資產（萬元） 2821.69 

流動資產（萬元） 8961.6 

流動負債（萬元） 14212.07 

非流動負債合計（萬） 191.8 

無形資產（萬元） 3603.18 

長期投資（萬元） 16453.34 

貨幣資金（萬元） 851.36 

應收賬款（萬元） 4028.61 

其他應收款（萬元） 1629.67 

應付帳款（萬元） 3942.21 

其他應收款（萬元） 8195.41 

巨大的債資差額反應企業運營情況 

金亞科技的收購過程伴隨融資風險,因為公司採用內

部融資收購成交價是3億元,其中有2億元是以現金形式

支付,1億元是金亞承擔的債務。金亞接著與勝炫簽訂了收

購後的服務協定,自第二季度起,金亞將分三年支付給2億

元的服務費用,分別為0.5億元,0.7億元和0.8億元。這意味

著金亞將需要幾乎5億元現金才能買下勝炫。從表3.3可

以看到金亞目前只有3億元現金,而且要維持正常運營,只

能拿出其中很少一部分1.4億元用於收購。結合上面所述,

不難看出雖然金亞依靠多年的慘澹經營擁有了一定資金

規模,但能夠用於此次收購的現金非常少,金亞資金規模遠

遠比不上坐擁數百億元現金儲備的大型企業。因此，金

亞應該切實瞭解其內部融資所的最高上限之後,才能搭建

合理的融資結構來滿足此次收購行動。 

3.2.3． 並購整合階段財務風險分析 

金亞科技並購後，由於並購的卓影科技和之後的炫

勝電子在經營上、生產上、技術上不能達到預定的協同

效果，這種風險容易導致破產產生運營危機。此外，前

面介紹過金亞科技在並購前未能做足充分的資訊收集導

致其背負沉重的債務，這對公司的資金健康是不利的。

最後，由於金亞科技自身財務狀況糟糕且已經不適合在

進行並購行動，如此操之過急的行為更會加劇企業流動

性危機。 

 

4． 企業並購各階段財務風險的分析 

4.1． 並購前資訊收集階段財務風險分析 

企業在資訊收集階段開始前因為對並購目標企業或

對自己的財務狀況不瞭解而產生資訊不對稱會給決策者

以錯誤的參考進而做出錯誤的決斷。而在先期資訊收集

階段中主要會產生的風險下面將從環境、資訊不對稱和

估價這三個方面展開。 

4.1.1. 環境風險 
一是企業產生的並購動機，不是源自企業自身發展

的規劃，從對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和自身條件加以利用，

從分析企業的優勢和劣勢出發，圍繞企業的發展規劃需

求形成的。而是受到社會輿論導向的左右，僅僅在概略

意識到並購也許能帶來利益，或者其他企業並購成功的

吸引，就迫不及待想要並購並冒失展開行動。這樣不是

從企業角度考慮的做法，二是衝動產生的那一刻起就預

示著失敗。 

二是有的企業精於並購，有的企業對並購根本不瞭

解。並購不僅是提升和完善核心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力

量倍增器，還是一種能力。作為一種能力，很少企業是

天生就精通的。從近年我國一些例子看，有的企業瞭解

激烈競爭中劣勢企業巨大差距，於是它們大量購進廉價

資產，而沒有想到自己或許根本沒有能力來消化它們。

比如資金短缺、技術低下、管理混亂等，之後便陷入了

這些廉價資本怪圈，將企業拖向風險的深淵。 

4.1.2． 資訊不對稱風險 

資訊收集是企業並購成功的基礎、壓倉石。企業事

前資訊整合制定詳細戰略規劃，首先要對自身和被並購

企業資訊大量收集和深入、全面分析。第一就是整理財

務報表，因為其很大程度上體現企業一段時間的財務狀

況，也是反映其盈利能力的參考，企業決策者也應當將

其作為決策參考重要依據。所以，在資訊收集階段認真

組織好公司內部財務報表分析研究與積極與目標企業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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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獲取對方報表資訊。如果做出不是建立在報表上決策，

很有可能造成企業實際效益與預期產生較大偏差。 

44.1.3． 估價風險 

估價風險的產生是由上面提到的並購雙方資訊不對

稱與不完善、不真實的財務報表造成的。財務報表是圍

繞專門前提統一規範的會計報表，它的資料只能反映特

定條件下的企業資料並不能客觀反映企業各項真實情況。

財務報表局限性體現在企業按自身意願選擇會計政策，

這只能反映企業想讓它表現的資料，這就造成反映或有

事項和期後事項不完整，不能反映企業主要資金流向和

貴重資產及相關管理辦法。此外，財務報表雖然可以評

估企業業績能力，但誰也無法百分百保證財務報表的真

實性。有的企業為逃稅漏稅作假財務報表。也有為配股

或成功上市等目的進行盈餘調節、會計人員技術操作失

誤等一系列因素都會使財務報表本身存在各種偏差和疏

漏。因為公佈資訊不完整，並購企業對並購物件的資產

狀況和運營好壞的認識經常不能全盤瞭解，在商談後的

最終定價也許遠超預算，讓並購企業支付短時間流出過

量現金與股權，造成企業負債率劇烈陡增，擴大原有資

產缺口。更明確的說，主要有四個因素影響資訊品質：

一是目標企業是否為上市公司；二是其並購意願是否明

確或者有沒有其他情況；三是留給並購的時間有多少；

四是並購期間審計工作的時間安排。綜上，這些都是造

成估價風險的重要因素。 

4.2． 並購交易執行階段財務風險分析 

4.2.1． 支付風險 

支付風險是由於企業流出資金超量可能產生資金緊

張，影響其流動性。還有股票的過多流失，會造成股權

稀釋。它們都會在融資風險與定價風險中出現。主要有： 

一是用純現金支付產生的資金流動性風險。企業單

純用現金來支付並購款項，支付給並購物件公司的股東

們一定數額的現金，在此過程中有可能產生人為因素干

擾並購進程，例如現金分配，或者突然對價格的不滿反

水不幹了。 

二是股權支付造成股權稀釋風險。這種支付方式緩

解了公司的債務壓力並彌補一定現金流出，因為它幾乎

不需要現金支付。同時還可能討一些稅務的便宜，但如

果按估價不合理的股票支付同樣會擾亂並購定價並造成

估價不穩進而產生危機。 

4.2.2． 融資風險 

企業並購往往伴隨大額資金流動，在籌資期間也會

遇到一些風險，企業能否按並購時間表籌集足夠的錢，

和是否可以有效減輕籌資期間由於籌資能力的不足帶來

的融資風險。企業並購融資風險主要有: 

一是融資安排風險，企業並購可以用庫存現金完成，

還能用融資的方式比如發行股票與債券。雖然企業最為

便捷安全的方式是使用困村現金，但若一旦全部損失嚴

重時令企業運營難以為繼。 

二是融資結構風險:企業籌集並購資金的方式不是唯

一的，但是在多種方式的混合籌資管道下融資結構風險

還是存在的。（融資結構是指企業資本中債務資本與股

權資本的比率及債務資本中短期債務與長期債務的比

率）。 

4.3． 並購整合階段財務風險分析 

4.3.1． 償債風險 

償債風險是指企業並購後前欠大量債款，無法用現

有資產歸還和融資的失敗，導致支付困難的發生。這樣

企業被迫要貸款、加杠杆等方式來償還債款。令人擔憂

的是收購後目標企業資金走向並不明朗不好把控，加杠

杆要足夠吸引投資者也需要企業有出色的業績來實現高

回報率。同時，讓新企業運營正常，收購方或許還要額

外投入資金這無疑大大加深資金壓力，甚至不經意間為

目標企業的債務全部買單。 

4.3.2．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是企業缺乏充足的現金以及代替現金物

品的風險，更清晰地說，是因為籌資能力的不足，或者

低價變賣自己的資產但仍不能獲得充裕資金，來償還本

來就負擔或突然出現的債務，因此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

造成流動性風險產生的因素有：一是經營虧損。企業的

生產和銷售不力，產品生產停滯，以銷售為主的主營業

務不能為企業帶來足夠現金收入，令企業支付能力大大

降低。二是因企業管理不善。企業出現在大量資金浪費，

利用率低，這種情況出現或許是企業沒有制定詳細現金

預算或是未貫徹執行。三是資金流動比率不合理。一方

面由於企業資金周轉薄弱；另一方面由於需要還債造成

入不敷出，也有企業為此將長期資產中加入流動負債。

這樣很危險因為短期負債償付年限短，一旦現金跟不上，

就會導致惡性循環發生財務危機。 

4.3.3． 運營風險 

當企業經營達到一定階段，股東不在繼續向企業注

入資金。如果是處於發展勢頭正旺的企業，往往會面臨

資金不足的窘境。 

於是它們想各種辦法吸引資金，例如，向市場增發

股票；向外界尋求低息貸款；請金融機構認購股票或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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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更多貸款；從別的企業融資租入設備。當然這些方法

各有各的利弊，這要求經營者對其中的規則十分熟悉取

長補短，如果貿然開展便會很容易陷入困境。還有的企

業在度過這段困難期之後通過融資手段取得一些成績，

便開始自滿然後迷失方向，這時候有的企業就開始制定

不符合實際的戰略，並開始實施。還有的企業雖然不那

麼“激進”但也覺得自己使命已經達到，便將精力和時

間花在別的方向上，令企業舉步不前。從實際許多例子

看出，這些本充滿光明前景的企業它們的經營者被短暫

的勝利迷惑，沒有往更長遠方向看。結果還是陷入自滿

的風險走下坡路。這些風險的主要表現：十分著眼於當

前的成績，享樂盛行，對市場行情變化不再敏感，不再

那麼關心公司的財務健康，經營團隊建設和規劃公司未

來的方向。 

  

5. 企業並購風險的防範對策 

5.1． 並購前財務風險的防範對策 

5.1.1． 全面分析目標企業的報表 

分析目標企業財務報表，首先分析資產負債表。從

結構角度看起資產構成、權益構成是否真實、合理。其

次，對利潤表的考察要從收入項目分析入手，瞭解並購

對象主要收入來源和收入種類。另外，還要關注其成本

費用項目。這個地方要結合企業短期償債能力與長期償

債能力一起看。關注財務效率分析，製作盈利能力和運

營能力分析表，切實從自身企業並購收益的角度出發，

衡量收益率。在分析過程中要本著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

各個環節嚴格把關，做到分析後對目標企業經營瞭若指

掌，對並購的收益及成本心知肚明。 

5.1.2． 合理選擇企業價值評估方法，確定目標企業的

價值 

管理人員採用科學方法估算企業的價值，衡量業績

能力，最終合理定價是並購成敗的關鍵，接下來說一下

目前常用的三種估價方法分別是：資產價值基礎法、市

場估價法與重置成本法。 

帳面價值法是以企業會計帳簿中固定資產入帳價值

來確定並購價格的方法。資料分析主要以資產負債表為

主，這是基於從資產負債表靜態的特點，不考慮當前經

濟市場價格的變化，也不考慮資產的未來收益。 

市場估價法以市場有效性為重要前提,用資產公允價

值作，衡量目標企業資產的一種演算法。以上市公司舉

例，用發行普通股的數量乘上每股價值，就等於該企業

股東權益的公允價值，之後再加上公司的債務價值，就

是公司的市場價值。 

重置成本法是根據新的資產確定重置成本，用新資

產價值減去該資產的各種損耗（還要算上使用期間的累

計折舊），最終確定資產的淨值，這個值就是為該公司

市場價值。這種方法首先需要估計各個單項資產的淨值，

然後加總得出全部資產的淨值，即目標企業價值。 

5.2． 並購中財務風險的防範對策 

5.2.1． 採用多種並購支付方式 

企業擁有多種支付方式用於並購，這裡主要說明現

金支付、股票支付和期權支付這三種支付方式： 

現金支付：現金支付為企業用起來便捷而程式單一

使得速度很快，這樣可以減少並購中的不穩定因素可以

直接控制目標企業，還能防止人為從中反水給並購帶來

阻撓。如果此次並購企業花的錢不多，就可以考慮現金

支付這種直接快捷的方式。但是往往並購中企業開銷很

大，如果這時企業仍採取現金支付，那麼並購後的企業

很有可能面臨資金流動困難。因此，使用現金支付要審

時度勢否則其帶來的後果會造成資金流失嚴重，企業並

購後的整合與穩定將會變得十分乏力。 

 股票支付。企業直接將自己的股票劃給對方來實現

並購，這種方式即為股票支付。同現金支付比起來運用

股票支付方式，可以少花錢；所以幾乎不佔用營運資金，

有利於維持企業運營穩定性，因為幾乎不花現金，所以

不用背負過重債務降低了破產風險；但是任何事物都有

雙面性。股票支付也不是百分百的可靠，因為它還有稀

釋股權的風險。 

期權支付。期權支付相比較之前兩種是一種混合支

付手段，可轉換證券、認股權證都是期權制服。企業並

購最好能把幾種支付方式混合起來，綜合證券就是不錯

的選擇。企業分析自身條件合理將債券混成使用，選擇

好不同種類融資工具、不同期限的融資工具和不同價格

的融資工具，就能避免由上述兩種單一支付方式產生的

不利影響。從並購企業來看，這樣子可以分散現金支出

壓力，也能不用劃出那麼多的股票產生股權稀釋了。目

標企業既可以少交稅獲利，又可以分享並購後企業後期

勃發帶來的利益。 

5.2.2． 拓展融資管道 

企業在制定融資決策時，不應拘泥於當下情況，要

結合自身優勢聯繫市場打開多條融資通道。根據融資方

式及來源，做到統籌兼顧，確保經過詳細考察後決策層

決意採取並購，公司有充裕的資源用於調動完成此次並

購計畫，並順利推進重組和整合。不僅是企業，政府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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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所作為。政府應加大企業融資優惠力度出臺相應政

策，保障企業融資更加便利。例如完善資本市場，建立

更多投資銀行、並購基金等。只有政府和企業雙方一起

努力，才能更好塑造良好投資氛圍與市場環境。 

55.2.3． 規劃並購融資的資本成本 

資本成本是指企業長期使用資金或其他資產生的花

費。該花費由資金籌集費和資金占用費組成。制定合理

融資戰略和搭建合理企業管理機構對實現並購融資優化

十分重要。因此，在定下融資種類後，企業應根據當下

行情，運用專業金融知識，科學設計下一步融資方案，

在設計中要合理降低融資成本，穩步提高並購收益。這

一切也離不開企業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降低資本成本

不僅需要對企業經營有熟練把握，還要對市場上各類風

險和金融工具熟練運用。整個運營團隊也要有把控風險，

沉著果斷的資質。 

5.3． 並購後財務風險的防範對策 

5.3.1． 安排周密的財務審查 

並購後期需要對資產進行整合，要做到滴水不漏離

不開詳盡的事前部署。要安排對並購企業自身資源和管

理能力的全面審查和對目標企業內部資產的全面梳理。

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一是讓並購企業瞭解當前財產狀況，

並為其制定管理方案提供依據；二是通過審查可以發現 

被並購企業存在的短板，有利於在整合後期揚長避短，

提高整合效率。 

審查內容：一是對固定資產的審查，關注折舊年限

以及扣除淨殘值後的帳面價值。二是對所有者權益的再

核算。收購帶來的兼併以此引發所有者權益的變動需要

清晰反映。三是雙方運營團隊的能力。吸收與保留有才

華的管理人員，對產生新公司的部門人事變動要慎重考

慮。 

審查結束後要對新資產加強控制。在整合前進行財

務審查是確保企業取得資產絕對控制，整合後的財務控

制是確認企業從此可以對資產自由利用。企業對新資產

的使用要謹慎，要對它們有明確而有效地規劃。通過實

施財務控制要達到以下目的：一是最限度的讓財務協同

在這次並購中發揮更大價值，二是盡可能地將企業並購

財務風險降到最低。 

5.3.2． 實施財務控制 

在財務整合過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則：一是要保證統

一性。財務整合的目是合併後新企業能統一使用原本散

落在兩家的資產，同時便於企業制定新的資源配置規則，

在紛繁複雜的經濟環境裡能應對自如。在另一個層面統

一性原則還要求保證企業財務機構與資源配置的統一。

這樣可以保證財務基準的一致性。二是要制定明確發展

戰略。任何事情的發展離不開事前詳盡的規劃，企業也

是如此。在財務整合時，必然涉及到成本和收益，要想

縮減成本提高收益，就要與企業的發展戰略結合考慮。

企業的成長是長期的，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追求短期效應。

在此過程中，要把成本、收益和公司長期發展有機結合

起來。三是控制要及時。在雙方達成協議後，財務整合

工作就要迅速展開，這樣及時的行動可以讓並購公司迅

速消化掉新資產，而不會因為拖遝緩慢的進度產生各種

資產歸屬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及時的進行財務整合有

利於並購企業儘快度過調整期達到穩定狀態。四是要注

意靈活變通與因地制宜的採取控制手段。現在的企業面

臨的環境紛繁複雜，企業必須在適應環境的基礎上科學

的進行財務整合，所以提高適應環境的變化對企業來說

也尤為重要。此外還要注意靈活，企業進行財務整合要

結合自身情況不能教條，也可以吸收其他公司成功的經

驗，再演變成一套屬於自己的科學管理方法。 

 

6. 結論與展望 

6.1． 結論   

金亞並購失敗給其他企業並購帶來的啟示為：一是

要重視並購前的資訊搜集與評估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

對自己和並購物件有充分的瞭解，對本公司並購有明確

規劃是實現成功並購的壓倉石。二是要規避並購財務風

險。這就要求企業多種管道地選擇融資方式，增加融資

靈活度，減少融資風險。此外，還要採用多種支付方式。

混合支付的使用可以讓並購方獲取更大的誰收益。第三

是要安排周密的財務審查。通過財務審查可以提早發現

並購財務風險，讓企業在並購中有的放矢，提高利用效

率。 

成功的並購不但有助於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也有助於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只有成功的並購才能合

理的加強公司競爭力，完善企業的運營框架，豐富組織

的產品生產。同時，市場中的這些並購形成的新公司也

會不斷完善市場結構，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 

6.2． 展望 

大量失敗的並購案例也不得不引起我們對並購風險

的思考。在誘人的並購機遇面前，對待風險，企業更應

該審慎評估。並購的財務風險是並購風險最綜合的反映，

企業的決策層應做全面戰略考量。計畫周密而成功的並

購能為企業帶來多元化發展空間，大大提升企業實力。

而草率且盲目的並購不僅會降低企業目前的實力，還可

能給並購雙方造成更嚴重的損失。因此，我們希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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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行並購前能增加自己並購知識，展開充分研究。在

並購中能合理控制成本，抓大放小統籌兼顧。在並購後

期能完善企業整合資源機制，健康消化掉並購資本，實

現企業良性發展。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許多新興企業

層出不窮的今天，留給企業發展的機會很多，國內市場

這塊蛋糕也可以做的更大，分給更多公司。中國需要強

大的民族企業支撐國民經濟增長，拓寬海外市場以提高

我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以及國際影響力。做大、做強民族

企業更離不開成功並購的實現，讓我們一起為企業成功

並購、控制並購風險的根莖添肥澆水，最終結出經濟大

發展、大繁榮的美好盛世的累累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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